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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那年，我神奇般地自己做了一把大
提琴，这把自制的大提琴跟买的一模一样，有
的地方甚至比买的还好。这些，如果讲给现
在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好像是一
个天方夜谭般的故事。然而，这却是我的亲
身经历，这把大提琴不但制作得好，还改变了
我一生的命运……
我在农村长大，家住天津市原东郊区新

元庄村。1968年“文革”期间，为了更好地宣
传毛泽东思想，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取名
叫：新元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通
过推荐我参加了这支文艺宣传队，每天劳动
之余或晚上就一起排练，大部分是自编自演
的短小精悍的节目，每当排完了一台节目，就
到各大队去演出。这支业余的文艺宣传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出，在宣传方面
作出很大成绩，同时也提高了演出
水平，因此受到区宣传部门的重视。
时不时的我们要到区文化馆和

各公社去演出，这样就接触到很多
工厂企业的文艺宣传队，各支宣传
队从乐器上互相攀比，当时厂方队
的乐器就中西结合了，一看就比我
们乡村队的乐器档次高很多，明晃
晃的大提琴夺人耳目。再看我们的
乐器，就是弦乐、弹拨乐器和打击
乐，再加上我们把歌胡改装成能拉
能弹的贝斯，显得更加土气。
在当时，我们的演艺水平已经比兄弟单

位略胜一筹了，所以市里一有演出任务，我们
文艺队就会代表农业口去参加，市里的一宫、
二宫和中国大戏院，经常会有我们的节目参
演。有一次，在二宫演出，轮到我们的节目登
场时，先要把乐器摆在台上，这时有人看到了
改装的歌胡，便说：“这是什么乐器，能用吗？”说
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笑得我脸上直发烧，心
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那是我演出用的乐器呀。
演出回来后，我就跟队长说：“咱买把大

提琴吧！”我还跟着队长到大队部和负责人说
了演出情况，负责人问：“大提琴多少钱一
把？”我说：“三百多块钱。”上世纪70年代，一
把大提琴三百多块，一说价钱，把大队负责人
吓了一跳：“你们知道这三百多块钱，放在社
员身上能顶多大用吗？”一句话就说明没希望
了，想花钱买乐器连门儿都没有，这回算是死
了心啦。
想起当时演出的情景，被人家嘲笑、瞧不

起的尴尬场面，我萌生了自己制作大提琴的
想法。从小我就爱做一些小东西玩儿，初中
毕业后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干农活如插秧、割
稻子是一把好手，19岁时还学了木工，人们
都说我是个干细活的巧木匠。有一次，生产
大队搞副业翻砂做木型，我给塘沽造船厂做
了一件，厂里来的师傅说，这件木型做得特别
标准。后来还要招我到造船厂，说这是个人
才，说来说去就当真了。可是生产大队不放
人，使我失去了一次招工搞设计的机会。
我在生产队劳动、干木工活、在美院上学

期间，甚至参加了工作，学校总务处的老师
们，每有疑难的活不好干时，我常听到的一句
话，就是找少玉去，让他想想办法。一般情况
下，我想岀来的办法，总能用巧劲儿把活干得
既好又省时省力。
思来想去，我就和宣传队队长说了自己

的想法，队长听了很高兴。我就又和队长去
找大队负责人，负责人说：“好啊，都说你手
巧，这回倒要看看你的手能有多巧，有多能
耐。”负责人还说：“你要是自己能做，大队提
供木料，你就开始做吧！”
话是说得容易，真的开始要做了，困难

可就来了，一时不知从哪儿下手了。想做就
得学和看，所以我想先去乐器厂看一看。大
队给我开了介绍信，当时六七十年代的介绍
信，尤其盖在上面的大红章就是通行证，畅
通无阻。我拿着介绍信就去了民族乐器厂，
进厂后，找到了提琴组，组长姓赖。我和赖
组长说明原因，赖组长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他认为我是买提琴的了。他说：“你什么也
不懂，怎么能做大提琴呢？”我说：“我就想自
己做。”这样僵持了一阵，看我不走，人家赖
组长却走了。
快到中午了，师傅们就要吃中午饭，赖组

长回来跟我说：“我们该吃饭了，你也回去吃
饭吧！”看意思，人家这是轰我走啊，我很尴尬

地岀来了。我岀了厂大门，人生地不熟的连
个吃饭地方都没找着，我在厂外转了一圈儿，
等人家吃完饭快上班时，我就又回到了提琴
组。赖组长见我又回来了，他问我：“你真想
做呀！”我笑着说：“那是当然！”赖组长拿岀几
张大提琴图纸，问我：“你看得懂吗？”我立刻
高兴地说：“看得懂、看得懂！”我心想，我是做
木型的，当然看得懂图纸。赖组长见我能看
懂图纸，他的话也就多了起来。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片提琴的样板，我让
赖组长拿下来想拓一下，我从门后的纸篓里，
找到团得都是褶皱的废包装纸，弄平后铺在
地上，再把提琴样板放在上面，要了一支笔就
拓起来。拓好后，我又问做的时候应该注意
的地方和方法等，便满心喜悦地准备回家。

中午虽然没吃饭有些饿，可是心里很高兴，高
兴的是这趟没有白跑，收获很大。回家的时
候有些晚了，差点儿没赶上回郊区的晚班车。

第二天，我选好木料就干了起来。干活
地点就在宣传队的排练房，除了吃饭、上厕
所，就再没岀过屋，困了、累了就在干活的案
子上趴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连续干了12
天，终于把大提琴做成了。

当时不知道提琴刷的是什么漆，我拿着
白茬儿的提琴又去了乐器厂。到了厂大门
口，还是上次见过的看门大爷，所以很顺利地
就进了厂，走在院里就听有人喊：“谁把大提
琴的半成品给拿岀去啦！”我也不听他们闹
腾，一直就奔提琴组去了。

赖组长和师傅们看到我做的大提琴很是
惊讶，说我做得快、做得好。他们说，在我们
厂，有经验的老师傅还得用一个月时间，你这
也太快了。我心想，你们哪里知道我是黑白
地干呀。这时，我问该刷什么漆？赖组长说
就用漆片。赖组长还给这把提琴调试了琴
弦，他说这把提琴的第三弦的空音，比厂里生
产的音质还好听。师傅们都赞叹不已，结果
把配好的琴弦、琴码、琴弓子，没要钱就都送
给了我，我是万分的高兴和感动，真诚感谢赖
组长和师傅们。

从那以后，再参加演出时，我就将这把心
爱的大提琴往台上一戳，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暗自有一种自豪感。兄弟队的演员们看见了
都说：行啊！你们大队还真给你买了一把大
提琴呀。还问多少钱买的，问这问那。我说
是我自己做的。什么，你自己做的？一时说
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最后，我让他们从音孔
处看到，音箱里写着我们宣传队的名称和我
的名字，还有年月日。这回他们都心服口服
了。自此，这把大提琴给我们宣传队增加了
新的效果和活力，有两三年时间，这把大提琴
就一直陪伴着我。

1974年，是天津艺术学院第二年招收工
农兵学员，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没有经过专
业训练，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就想报名去试一
试。考试是画素描，我也不懂，当时考场上有
十几个考生，考试结果就我画得最次，我觉得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过了一会儿，有个监考
老师问我说：“王少玉，你还会什么？”我愣了
一会儿说：“我会捏泥人。”老师又问：“有作品
吗？”我说：“没有了。那时我还小，在海河里
洗澡打着玩儿，捏的小狗、小猫随手就扔掉
了。”老师又问：“你还会什么？”我说：“还会做
钩针。”我一说会做钩针，老师们都笑了，有个
老师风趣地说：“不就是钩袜子的钩针嘛！这
谁都会做，就是用自行车条磨尖了，弯个钩儿
不就是钩针嘛！”我说：“我做的跟别人的不一
样，我是用一块有机玻璃做成鱼的形状，不用
的时候就把钩针放到鱼肚子里，我还做过鸭
子和鹅的造型。”说到这儿，老师又问：“你说
的这些有作品吗？”我说：“现在我手里没有，
你们要是看，我得找她们去要。”老师说：“王

少玉，你现在手里没有的就别说了。”这时，大
家都不言声了，我一看完了，没希望了，心里
暗自着急啊。突然，我想起了自己制作的大
提琴，不知算不算作品呢？可又一想，提琴和
画画没有关系呀，哎！有没有关系反正是最
后一试了，于是就说：“老师，我做过一把大提
琴，不知算不算作品？”老师紧跟着问：“大提
琴有吗？”我说：“这个有。”老师又说：“能拿来
吗？”我说：“能。可是老师们得等着我啊。”老
师问：“需要多长时间？”我说：“得两个多小
时。”老师看了看表说：“行，我们等着你。”
老师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这一下我的

劲头可就来了，骑上车飞快地往回家的路上
骑。到了宣传队，我找了一根绳子把大提琴
捆好，背在肩上就又往回骑。整个路程15公

里，回来的路上还下起了小雨，浑身
都湿透了，那真叫是落汤鸡啊。回
到学校考场，仅用了一个半小时。
一进考场，老师们看到大提琴后的
第一句话就问：“这真是你自己做的
吗？”我让老师们看提琴音箱里写的
名字之后，老师们都赞不绝口。
老师们已经知道我是文艺宣传

队的演员了。老师说：要不这样，你
去音乐系考场看看吧。这样，我拿
着提琴跟着老师就去了音乐系考
场，经过老师们对我的测试，各方面

都合格通过了。我自信地说：“首先，我的嗓
子不错，还有表演能力，经常上台演岀节目。”
音乐系的老师们这时也不背着我了，他们说：
这个考生以后留校修乐器、修钢琴，等等。就
这样，老师说让我回家听通知。我心想，美术
没考上，音乐系倒录取了。
到了9月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真的

是被录取了，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打开通
知书，看到通知书上的地址，可不是音乐系的
地址，因为当时的美术学院叫艺术学院，绘画
和音乐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学院不是一个地
址，音乐系是在河东区，绘画系和工艺系是在
河北区。我收到的通知书地址是：天津市河
北区中山路天纬路60号。
开学的前一天，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天

津艺术学院。一进大门，看到传达室屋里
有门卫和老师，他们问我，你叫王少玉是
吧！你做了一把大提琴是吧！我惊讶地回
答着他们，这时才知道，我做的大提琴已经
轰动了整个艺术学院，说东郊区有个做大
提琴的考生。
我走在校园的大院里，看到的第一位老

师，就是我考试时监考的老师，我上前打招
呼，才知道他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霍春阳老
师，也就是以后花鸟班我的班主任。入学以
后，我还知道了当时报考时，监考的三位老师
分别是：郎绍君、霍春阳、张乃仁。这三位老
师和音乐系监考的老师们，是我迈向艺术生
涯的起步恩师。当时我是被音乐系录取的，
是张乃仁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说的，因为我
做的这把大提琴他非常喜欢，是张老师把
我争取到工艺系这边来了。后来我学的专
业是中国画花鸟班，我的恩师是爱新觉罗·
溥佐、孙其峰、霍春阳，霍春阳老师任我们
花鸟班的班主任。我自己做的这把大提
琴，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这个农村人从此
走上了艺术殿堂之路。

一把大提琴
王少玉

编者按：秦征先生于2020年11月25日不幸病逝，享
年97岁。这位早年投身革命，以战地木刻成名的小八
路，后又专攻油画，一生创作出大量油画作品，其中不乏
思想深刻、艺术上乘的经典画作。秦征先生还以情感之
笔，撰写了数目可观的优美篇章，因此与《天津日报》文艺
副刊交谊深厚，他谦虚、和蔼、严谨的大家风范，为生者留
下永远的追念。

从网上得知，我非常敬仰的秦征先生，已经离开了
我们。这个噩耗立时将我击蒙，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
真的，怎么可能呢？虽然已经接近百岁，可是秦征有着
很棒的身板，矍铄的眼里透着智慧，没有多少皱纹的脸
上满是笑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会离开敬他爱他的
人们，舍弃了他的画笔。
秦征是著名的油画家，更是个传奇式人物。当年，

在塘沽文化馆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已经是一
个精力旺盛、待人热情的大画家。我经常在
画册上，欣赏到他的油画作品，被那宏伟而
细腻的画面所震撼。说实话，采用油画形式
表现战争题材，我还是第一回被感动，他创
作的《家》，画面上是一位年轻妇女背着孩
子，扶着被炸毁的残垣断壁，家已经成为一
片废墟，从她眼睛里流露出凄凉和愤怒，作
品表现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那幅《心怀
天下人》的油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周恩
来总理掀开百姓家的锅盖，察看锅里面的饭
食，他那深邃的眼睛饱含对人民群众的关
心。秦征的画作总是能印刻在我的心中，浮
现在我的眼前。
后来，我有幸结识了秦征并熟悉起来。

原来，他是那么厚道、那么平易近人的一位油
画家。上个世纪80年代，表现工业题材的塘
沽版画，在渤海湾塘沽崛起的时候，秦征和市
美术家协会秘书长、著名版画家张作良，乘火
车往返塘沽给版画作者们上辅导课，提高他
们的创作水平。塘沽版画表现的多是工业题
材，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天津港码头、高
高的吊车、万吨巨轮、辽阔的盐场和繁忙的油
田……这些冷硬冰凉的景物，居然在版画作
者们的手中，表现得那样的无比壮美。秦征当时还担任
着全国美协党组书记，他邀请美术家们参观塘沽版画，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众多专家参加的研讨会。在专家们的
一片赞美声中，塘沽版画两次进京展览，轰动了北京的美
术界。秦征激动地为塘沽版画做宣传，用动情的笔墨，赞
美塘沽版画是渤海湾上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
我听过一些有关他的故事，才知道他有多么传奇。

上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的时候，已经年
过花甲的秦征，爱国热血在他的身体里奔涌，他坐不住
了，要带领同样热血奔涌的画家们一起向上级领导申请
去前线，要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用画笔鼓舞指战员们的
斗志，记录下解放军战士横扫顽敌的英勇事迹……
我还听说，秦征其实是不愿到全国美协任职的，他

希望留在天津美术学院教书，尽管那个职位级别高、待
遇好，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秦征只想教书和
画画，谁劝也不行，他的理想就是要用教书和画画为人
民服务。
在他将近耄耋之年时，天津火车站要进行新的改造，

进站大厅穹顶设计原为满天星，中央为一盏鎏金大吊灯，
为此还向国家申请了两公斤黄金。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
环，在赴意大利考察时，看到罗马西斯廷教堂穹顶是米开
朗基罗创作的壁画《创世纪》，便决定改变天津站穹顶设
计方案，在正兴建的天津站穹顶上创作油画。当时人们
提出了多种方案，其中最多的提议是《嫦娥奔月》，而秦征
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绘制《精卫填海》，最终在诸多方案

中脱颖而出。
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秦征肩上，他被任命为天津站改造

扩大工程副总指挥。秦征非常兴奋和激动地接受了市政府
的委托，带着他的学生王玉琦、吴恩海、马元、王小杰、高冬
等，每天在二十多米高的脚手架上，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由
于人和穹顶的距离太近，只能把积木盒子摞高，再将十多把
帆布躺椅放在人与画面几乎平行的穹顶最高处，他们要平
躺在躺椅上，仰着脖子、举着画笔进行创作。
在画面构图上，他们突破了西方油画的透视原理，让海、

天、云、鸟与众多的女神，沿着一个圆形的宇宙飞旋，这是一
幅六百平方米的大画，要一笔一笔地创作出一个虚实相间、
人神合一的空灵缥缈的神话世界，别说要举着胳膊、仰着脖
子画，就是让人躺在帆布椅上，只仰着脖子、举着胳膊什么也
不干，不一会儿胳膊也会累得又酸又麻。为了保护画作，施
工人员将冷光灯放在穹顶一周的灯槽里，还将原先的两层

防水加固到了四层防水，人们想象不到画家是
在怎样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懂得油画创作的
人知道，画油画不像别的画那样，需要不停地退
到一定距离，仔细端详、揣摩画面，然后再根据不
足或有新的想法修改或补正。而这次画穹顶
画，画家和画面只有胳膊加画笔的距离，身体几
乎是紧贴在画面上，连精卫的头部都看不全。
这样一来，秦征只好不断地下到地面，仰着脑袋
反复观看，然后再爬上去继续创作，这样上上下
下不知多少次，当时秦征已经是一个上年纪的
老人啊。

仅仅用了四个多月，秦征和他的弟子们，
便十分完美地完成了巨幅穹顶油画《精卫填
海》。这个美轮美奂的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油画爱好者，他们专门坐火车来天津站观
赏。穹顶画的影响力也传播到海外，西班牙艾
尔波斯可少年合唱团1995年的专辑《天使》，
便是以天津站的这幅穹顶油画作为封面的。
我喜欢和秦征聊天儿，聊起来就没个完。

他为画家写的美术展览前言，文笔生动，气魄不
凡，凡参观画展的人，定会先欣赏一番前言，这
是中华文字带给人们的享受，似篇篇精彩的散
文。我知道秦征很早参加革命，并没有专门学
过古文，可他的文章竟写得那么优美。他告诉

我，当年他被打成右派时，是不准拿画笔的，他便努力地研
习古文，打下写文言文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喜欢起了字画，并将字画作为办

事送礼的礼品。于是，书法家和画家便忙碌起来，今天东家
请、明天西家迎，摆酒设宴请他们写字作画。当一些书法家
和画家们忙着挣钱的时候，秦征等一些画家却深入基层，他
来到了塘沽参观大沽炮台，听讲解员叙述了清代将士为了
保卫疆土，顽强地和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苦战，用肉体阻抗
了侵略者的洋枪洋炮。秦征听得浑身热血沸腾，他向塘沽
有关部门提出，在大沽炮台画一幅巨画，将当年清代将士不
惜以身报国的惨烈情景，呈现在观众面前。建议在古炮台
旁盖一幢圆形砖房，屋里墙壁绘上油画，将血战大沽口的历
史画面留给后人。这个建议如果实现的话，参观者将会更
加踊跃。然而，秦征他们没能等来结果，给古老的大沽炮台
留下永远的缺憾。
秦征走了。他的音容和画作，将成为我们永久的纪念。

本版插图 张宇尘

古
炮
台
的
缺
憾

—
—

忆
秦
征 唐

云
富

田野飘香的阳光
将沉睡的小麦唤醒
它的根只轻触了一下平原的心跳
便春潮滚滚

小麦来时
风和雨也跟在身后

以痴迷的舞姿歌韵
为小麦春秋之旅作陪
小麦一路行色匆匆
想避开早熟的霜
只想与多情的雪携手同行

当小麦内心有了温度
穿着有了金黄的颜色
歇了一季的镰刀在田垄里奔跑歌唱
飘香的阳光
将田野里的生命照亮

无 题
不是每一条河流都注入海洋
纵然中途干涸
也改变不了
奔向大海的永久流向

不是每一朵花都会结出果实
纵然花开花谢
也改变不了
枝蔓上结满果实的梦想

夜幕，将星星挂在天空
引领着黎明
寒冬，敞开北风的大嗓儿
把春天唱响

暗 香
冬天鞭打着快马绝尘而去
桃花夹堤、杏花满枝、海棠依旧
择一风清月明的夜晚，漫步其间
有点薄云更好
可以遮掩月色的羞赧

小心翼翼，猝不及防
还是被一股突如其来的花香袭击
好像多饮了几杯春醅佳酿
脚下一阵踉跄

大 雪
大雪和着季节的节拍到来
树枝在声嘶力竭地歌唱
风簇拥着风
寒冷推动着寒冷
一场雪如同夜归人
悄悄奔赴在路上

候鸟和留鸟就像一对有情人
终未成眷属
水和冰代表两种事物
新生与旧物在换岗

冬小麦（外三首）

李志林

不与背叛者同流合污
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

英做好准备提前出狱时，一件无法挽
回的事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顺章为了
活命，向蒋介石献了一份“厚礼”——
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

蒋介石大喜，因为他在黄埔军校
时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其才华。
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

“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
材料云云，只要答应到我这儿做事情，
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
把这允诺带给狱中的恽代英。

已经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之一笑，
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

“就地枪决！”蒋介石气急败坏地
即刻下令。

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
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恽代英拉出囚室，
没走几步，他们便端起了枪……执行任
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
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
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
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得让另
一些刽子手拔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
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
作楚囚……

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
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
国共合作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
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凭
吊亡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
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

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
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
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
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
的楷模。”

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
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
者。下面这对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和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烈士名录中都有
的“烈士师生”，便是其中的两位——老师
叫侯绍裘，学生叫张应春。

侯绍裘与张应春都曾因为恽代英的
影响而来到“上大”，后来这对师生作为中
共代表同在上海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
执委，与同是执委的著名学者柳亚子等有
着深厚的友谊与感情。

1927年3月，侯绍裘刚参加完上海特
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的就职典礼，便奉中
共中央之命，前往反动势力控制下的南京
进行面对面的反抗斗争。在这最黑暗的日
子里，参与公开同蒋介石反动势力斗争的
中共党员有侯绍裘的学生张应春等人。3
月29日夜，侯绍裘带领下的“江苏省党部”
班子在离开上海、移师南京，一路经过苏
州、无锡、常州火车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
手持彩旗欢迎。到达南京火车站时，前来
欢迎的各界人士竟然多达四五万人。

敢情是洋人
杨灯罩儿也知道这神祃儿在街

上好卖，尤其到年节，有多少都能卖
出去，所以真干好了，将来也许就是
个大买卖。

就这样在家里画了几天，拿到
鼓楼去试着一卖，果然能唬一气。
但杨灯罩儿还是不懂局。河北内丘
的“神灵祃儿”看着粗，其实是拙，拙中
见粗，粗中有细，且人家是先刻木版，
再套色水印。他这照猫画虎却是用笔
画，就像画假钞，不光不是那么回事，
更不能细看。一天下午，杨灯罩儿正
在鼓楼东大街上摆摊儿，一个洋人走
过来。这洋人是个红鼻子，看样子也
懂一点儿，先把脑袋伸在摊儿上端详
了一会儿，看出杨灯罩儿这不是正经
东西，就比划着说，他想要真正的“神
灵祃儿”，且要得急，还多，一下就要二
百幅。这红鼻子洋人也是个做买卖
的，在东门脸儿开一个皮草行。他发
现天津街上卖的这种神祃儿挺有意
思，就想弄点儿带回国去试试，倘有人
要，也是个赚钱的道儿。

杨灯罩儿一见这洋人懂局，不好
糊弄，可跑一趟内丘又来不及，就想
起胡同里的尚先生。尚先生的神祃
儿也是自己刻版，跟内丘的“神灵祃
儿”几乎可以乱真。杨灯罩儿先跟这
红鼻子洋人说好，可以卖他二百幅，
都是正宗正版的内丘“神灵祃儿”，三
天交货。

这样说定，就赶紧跑回来。杨灯
罩儿来找尚先生，并没直接说“神灵
祃儿”的事，而是先在街上买了两块

臭豆腐。尚先生平时最爱吃臭豆腐，点
点儿香油，用大葱一蘸就着热窝头吃，
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杨灯罩儿这个
晚上来，尚先生正吃饭。他把托在油纸
上的两块臭豆腐往桌儿上一放也就正
是时候。尚先生一见挺高兴，先用窝头
蘸着把这两块臭豆腐吃了，然后用手掌
抹了抹嘴角，才说，说吧，又有嘛事儿。
杨灯罩儿故作不懂，两眼眨巴了几下
问，您说嘛，嘛事儿？

尚先生笑了，说，你这两块臭豆腐当
然不会是白臭的，又有嘛事，直接说吧。
杨灯罩儿说，您这话一说就远了，没事儿，
就不能送您两块臭豆腐？尚先生摇头一
笑，那就不是你了。杨灯罩儿翻翻眼皮
说，好吧，既然这么说，那就找点儿事吧。
尚先生点点头，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杨灯罩儿好像又使劲想了想，才把
“神灵祃儿”的事说了。尚先生听了没说
话，心里想想，觉着这倒是个好事，一下
就要二百幅，甭管谁要，总是一笔不小的
买卖，这么想着，就问，“神灵祃儿”不是
别的东西，谁一下要这么多？

杨灯罩儿嗯嗯了两声才说，实话说
吧，是洋人。尚先生一听就笑了，我说
呢，两块臭豆腐，下这么大本儿，敢情是
洋人。

21 18 靠海吃海
岛上的台风、风暴，王继才和王

仕花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有时难免
估计不足，会被风暴给打击一下。
就他们两个人时，他们可以不在乎，
任凭狂风大作，他们会计划、安排好
生活。大不了就像几年前遭遇那场
风暴那样，那时不也挺过来了吗?

可这次的风暴，刮了十几天，尽
管每天的粥里只有稀稀拉拉几粒米，
但粮食还是很快吃完了。那段时间孩
子们天天拉着王仕花的手喊饿，她一
点儿办法也没有。真是应了那句话：
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王仕花只
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一声不吭的王继才卷起裤脚，顶
着狂风，在落潮的海水里拾海螺。几
个小时后，王继才回来了，他叫着孩子
们的名字，却怎么喊也没人答应。原
来，孩子太饿了，晕过去了。那天，王
继才一夜无眠，在海边一直捞到天亮。

风好不容易停了下来。这几天
来，王继才的好友金华平一直惦记着
岛上的这一家子。半个多月前，他好
像听王仕花说过“煤还有呢！够用半
个月的，不急”。金华平心里想：这都
半个多月了，等风小一点儿了，就先往
船上装上两口袋煤。金华平是第一个
出海的，上岛一看，眼泪就下来了：夫
妻俩已吃了好几天生米，饿得
连话都说不出来。金华平说：

“都说渔民日子苦，可你们比
我还苦上十倍百倍！”

再说王继才夫妇自从上
岛后，就和渔民相处得非常

好。岛上需要的生活物品、与家里的联
络、往返陆地海岛，都是靠渔民兄弟帮
忙。王继才夫妻两人也从不亏待这帮渔
民兄弟。纯朴的渔民，给开山岛上夫妻俩
的生活增添了暖色。王继才本分厚道，王
仕花热情开朗，在这片海域的渔民都得到
过他俩的帮助。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开山岛也不例
外，若干块巴掌大的菜地收成逐年递增，
夫妻俩有了丰收的喜悦。这个时节会有
亲友来岛上探望他们，渔民兄弟们也会给
他们送来刚打捞上来的海鲜。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刚上
岛时，周围作业的渔民兄弟给他们送上了
一篓篓的鱼虾和螃蟹。后来，王继才也跟
渔民学会了钓鱼，还用小网箱做成蟹笼来
捉螃蟹，冬天还可以捕捉到大螃蟹。

王继才捕捉鱼虾的技术越来越娴熟，
收成也越来越好。刚捕上来的鱼虾，趁
新鲜拿到镇上去卖，换些零钱贴补日常
开销；吃不了的，就晾成鱼干。到了秋冬

时节，王继才夫妇就开始大量制
作鱼干和各种海产品了。做好
了码放整齐，等着机会卖出去，既
可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又给
岛上单调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一些
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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